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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鲸在歌唱
□ 雪 樱

雨去哪儿了
□ 王德亭

冬日的樱花树 □ 薛 原且共从容
□ 刘 君

纸上旅行

小说世情

初冬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与三位老
文友，去市博物馆参观一位画家的画展。
结束时已是午时，老赵邀我们仨去他朋友
开的酒馆小酌几杯。

人上了岁数，大都喜欢喝点白酒，老
赵、老钱和我斟了白酒，老孙照旧喝他喜
欢的啤酒。碰杯过后，老赵先聊起了今天
的画展，说总体上看还不错，我尤其喜欢
那幅《春》，片片梨花似纷飞的雨滴，滋
润着大地，又似冬末落在枝头的雪被风飘
落。老钱接着说，我也喜欢，站在那幅画
前，身在初冬，却有春风拂面啊。老孙喝
光一大杯啤酒，抹着嘴巴说，我喜欢那幅
《樱花》，那一串串、一朵朵如梦幻精灵
般的樱花，让人置身一个梦幻般的仙境。
老赵抿一口酒，说《樱花》不如《春》画
得好，老钱附和道，我觉着《樱花》画得
俗了点。老孙哼了一声，我还是认为《樱
花》画得好。

老赵、老钱联手和老孙唱对台戏，我
自然站在老孙这边，因为我也喜爱樱花。
樱花树属蔷薇科，落叶乔木。国内普遍有
早樱、晚樱、垂枝樱等品种，早樱树皮白
色光滑，具横纹。晚樱在国内种植和园林
绿化中运用比较广泛，树皮呈暗栗褐色。
作为春天的象征，春天樱花树上开白色、
淡红和深红色的花，幽香艳丽。

离我家很近的榉林山上就有许多樱花
树。我几乎天天傍晚都要和几个山友上山
活动活动，打打太极拳。山上的那些樱花
树，春节过后，树上的雪还没有完全融
化，枝条上冒出一些圆形芽卵，芽卵渐渐
长成小小的花苞，花苞一天天的膨胀，忽
有一日，枝头一个个披着茸毛的花苞轻轻
绽放，舒展着薄绢般的花瓣，白的如雪，

粉红娇媚，连旁边的那些槐树榉树都变得
有了精神儿。没十几日的光景，花儿累
了，没了精神，花瓣儿一片片落到地上。
刚开始落的时候，我不忍心踩到花瓣，绕
开花瓣走，而等纷纷飘落的樱花在地面上
铺展成一层花的雪毯后，我又喜欢踏在上
面走，酷似踏雪，脚下却无痕又无声。

榉林山上的樱花树七零八落连不成片
儿，形不成一个“盛”字。若要观赏樱花
还是要去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有条樱花
路，两侧的樱花树，一簇一簇的白，一团一
团的粉，一座一座的红，白的云，粉的山，红
的海，层层叠叠而来。观赏樱花的人在花中
时隐时现，人与樱花已经融为一体，不辨为
人为花。老人喜，大人笑，孩子欢呼雀跃。

一瓶白酒见了底，又开一瓶，老孙已五
瓶啤酒下肚，招手服务员再来两瓶。白酒、
啤酒，梨花、樱花，边喝边说，边说边喝，不
觉窗外已是满天霞光。

走出酒馆，被风一吹，我感觉身子有些
飘。酒馆斜对面是中山公园的西门，我说，
谁陪我去公园走一走？老赵摆手说，我得去
亲家接孙子。老钱说，老赵不去，我也不去。
老孙挥手说，他俩不去，我陪你去。老赵笑
着说，傻老孙，你上当了，他穿过公园就到
家了，你可得绕一个大圈子。老孙梗着脖子
说，上当，我愿意。

公园里游人稀少，风吹树叶的声音窸
窸窣窣，听起来有几分枯燥。冬日里许多树
在风中挥舞着几近赤裸的枝条，一些被遗
弃的叶子像怕冷似的，一片跟着一片聚拢
到栅栏边。有几片发黄发黑的叶子滚到我
的脚下，纠缠着不肯离去。

老孙一阵内急，小跑着去了厕所。我晃
晃悠悠地走在公园石块铺成的小路上，深

一脚浅一脚，走着走着，肚里的酒开始折腾
起来，整个公园都在摇晃，我赶紧找了条石
凳坐下。

坐了一会，稍稍缓解，我抬起头，目光
一下子撞在正前方一株樱花树上。我手捂
额头，两目直视，樱花树三米多高的样子，
孤零零地伫立在那儿。早已过了黄叶飘落
的季节，残留在树梢的几片叶子变成了橘
黄色，叶儿上面还有许多虫眼儿，碗口粗的
树干上袒露着两个鹅蛋大的疤痕。我明明
知道樱花树会凋零，会萎谢，但此刻面对
它，我竟有些失神。

樱花树的两边，各长着一棵高耸入云
的松树。傲骨的松树似乎不太在意冬天的
侵袭，仍然是郁郁葱葱。夹在两松树之间的
那株樱花树，显得那样的凋零和娇小。风吹
着枯叶发出轻微的簌簌声，我仿佛听见了
樱花树的声声叹息。

我站起来，躬身走到樱花树下，左瞅右
看，丝丝凄凉注入我的眼廓。我伸手捏住枝
桠上的一片叶子。叶片椭圆形，叶儿的边缘
呈锯齿状，叶子上有许多被小虫儿啃噬的
小洞眼。我松开叶子，俯下身来，摩挲树干
上的疤痕。

看什么呢？老孙拍拍我的后背。
看樱花树。
樱花树？老孙疑惑地问。
你那么喜爱樱花，怎么，花没了，你竟

然不认得樱花树？
要不是你说，我还真不认得这是棵樱

花树。老孙目光黯淡，长叹一声，这冬日的
樱花树，脱下了春天的衣服，卸去了美丽的
头饰，竟变得如此凋零，如此丑陋！沉默了
一会儿，他轻声地朗诵起作家冰心的《樱花
赞》来：我看樱花，往少里说，也有几十次

了。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看，上野公园看，千
鸟渊看；……在京都看，奈良看……；雨里
看，雾中看，月下看……日本到处都是樱
花，有的是几百棵花树拥在一起，有的是一
两棵花树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

我挥挥手，好了好了，有多少像你一样
赞美樱花的人，不一定认得冬日里的樱花
树。

老孙讪笑，只喜春暖花开，不愿秋风萧
瑟。

我问老孙：你在樱花盛开的时候，曾想
过她凋零的模样？

老孙哑然。
一位头发全白的老者从旁边的小径走

过，他腰际间挂着一个小小的放音机，从那
里面流出委婉的歌声：孤独站在这舞台/听
到掌声响起来/我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
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的眼泪/
忍不住掉下来……

歌声渐渐远去，我心底却泛起涟漪，不
察觉眼角有了泪滴，是忧伤还是感叹：那些
曾经的繁华和美丽，凋零和淹没。

我站直身，一边擦拭眼睛，一边招呼老
孙说：走喽，回家。

走出五六米，我俩不约而同地回过头
来，望着那棵樱花树。一张橘黄的叶片，映
着残阳的余晖慢慢飘落，随即融入了一片
枯叶之中。须臾间，难分辨出刚才那片落叶
隐于何处？

回过头，缓缓而行。即便是背着身
子，那株冬日的樱花树，我仿佛仍然能看
清楚：孤零零地伫立在那儿，冷冷清清，
残留在树梢上的叶子成了橘黄色，叶子上
面还有许多虫眼儿，碗口粗的树干上袒露
着两处鹅蛋大的疤痕。

在今天，我们谈论一位大学问家时，
会阅读他的著作还是谈论他的人格？到底

哪一方面对后人的影响更大呢？读完赵德
发先生新作《学海之鲸：朱德发传》后，我的
脑海里始终萦绕着这两个问题。这是一
部作家与学者精神对话的生命之书，也
是朱德发先生的心灵史和学术史，赵德
发历时一年，跨越三省市，采访百余人，
用诗性思维和真挚感情回溯朱先生的一
生。

“如果把学界比作学海，朱德发先生
就是学海之鲸。生前，他在学海中汲取，
探索，壮大了自己，也影响了学界生态。
他的自然生命终结后，依然用他的道德
文章滋养后学，滋养着像他那样的‘真学
者’不断出现。”书中的这段话可谓点睛
之笔。

朱先生前半生经历苦难，5岁奶奶去
世，6岁父亲病逝，10岁爷爷去世，接二连
三的家庭重创并没有磨灭他幼小心灵的
求学之志。爷爷背着粪筐下地干活时教
他的《百家姓》，在他心里播种下儒学的
种子；父亲当年从大连扛回来的留声机，
又让他见了世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的思想。后来，他踏上教书育人的漫漫道
路，门楼小学、下岚初小、虎路线初小、齐
家沟完小、罗家小学，他从稚气未脱的

“小先生”，一步步升为主任教师、教导主
任、小学校长，后来进入教育局当教研
员。再后来，他以调干生名义进入曲阜师
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
东师范院校任教，那五排房宿舍成为最
初的起跑线。此后，他教本科生、研究生、
博士生，培训大学教师等，三尺讲台，一
站就是67载。很多人并不知道，朱先生一
路成名，背后承受着包办婚姻的压力，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一块千斤石压上
了我的肩”，他有着太多难以言说的痛。
当他在教室里洋洋洒洒讲课时，妻子顶
着烈日扶驴耕种，抑或是牵驴走在卖粮
的路上，还要照顾一家老小，这些他始终
怀揣感恩之情。而赵德发也有过相似经
历，上学较少起步晚，乡村任教十余年，
十八岁定亲结婚，因而叙述起来感同身
受，更有情感和鸣了。

我成长在某高校家属大院，周围住
的都是老师，大院里也走出过一些知名
教授。以我的经历看，凡是称之为大学问
家，无不有过人之处，无不有精神底子，
而这个精神底子就是刻苦读书，独立思
考。朱先生也是如此，从儿时武侠小说孕
育的英雄情结，到任教后受杨朔影响萌
生的作家梦，再到大学四年苦读文史书
籍，他熬夜读书是常态。为了节省时间发

明了“暖瓶焖米”之朱氏简餐，有时候甚
至让人把他反锁在屋里读书，即便是“文
革”时期，他也是痴迷阅读，研究鲁迅，
“深稽博考，刮摩淬砺，勇猛精进”。
倘若把这段经历比作用苦难和苦学独酿
的一碗老酒，正是有了这碗老酒的垫底，
他才迎来学术生命的爆发期——— 于学海
书潮中自由遨游，乘风破浪，横跨障碍，
勇敢突围，终于成为一条游行无畏、体态
优雅的巨鲸。这一点，与叶嘉莹和齐邦媛
两位学者极为相似。叶嘉莹多舛一生，以
诗词为舟，“意暖神寒”，不懈深耕，她用
苦难经历和独立人格绽放“弱德之美”，
她希望多年后自己是一头蓝鲸，后人中
能有一另一头蓝鲸与己唱和诗词。齐邦
媛完成《巨流河》，台湾作家简媜说，“此
时齐老师已跨过八十门槛，这好比是孤
高峰顶摘一株还魂草、悬崖上筑一个青
春梦的举动，一个太沉重的故事，落在一
副太弱的身体，在天色太暗的时候。”然
而，巨鲸歌唱，发出的大音，在今天依然
在我们耳畔回响——— 翻阅《五四文学初
探》《中国五四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
英雄叙事论稿》《朱德发文集》（十
卷）《现代中国文学新探》等著作，从
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朱先生严谨的学
风、强健的精神。

没有人天生是巨鲸，朱先生的成功
之道既有曲阜求学打下的儒学底色，也
有故乡蓬莱浸润的道家气息，他善于平
衡两者，在学海冲浪中奠定精神基调。如
他接受山师学者顾广梅采访时所说，“五
四文学研究是我起飞的基地，也是我的
学术生命根源。对五四文学的生命体验
与理性感悟，我的文化人格里注入了人
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诚与爱的人
性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
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的爆发力。”学者
陈平原曾写道，“五四的最大成就，就是
造就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而朱先生，
正是得五四精神真传，他有个经典比喻，

“如果说中外古今文化通过不同层次的
冲撞、交汇、对话，结成了一张深不可测、
广不见边的‘大网’，那你选择的现代文
学研究对象就是大网上的一根‘绳子’，
或者一个‘结’。无论是解开一根‘绳’，还
是剖析一个结都要触动这张‘大网’，这
就要求我们把大大小小的文学研究，都
放进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里面。”他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探索的。1947年，
田仲济先生用“蓝海”笔名出版了《中国
抗战文艺》，为国内第一本抗战文学史专
著。三十年后出版社邀请他修订再版，但
他事务缠身，便把这个活儿交给朱先生。

朱德发放弃查缺补漏，决定重写大改，查
阅海量资料，增加近20万字，再版时署名
还是“蓝海”。

巨鲸也有可爱之处。赵德发先生在
回溯和梳理朱先生心路历程时，处处闪
烁着理性光辉和诗意笔致。朱先生教书
育人，一头扎进学海中专注文学研究，但
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教书期间放假
回家，冬夜踩着厚厚积雪，路上摔倒多
次，直奔五里路外的供销书店，只为给儿
子买心仪的二胡；他鼓励妹妹朱德玉考
学，供她读完初中和高中，毕业后被国防
科委录取，考上部队大学成为轰动全村
的高光时刻；他关爱孙女和外孙女，有一
次去韩国开会给孙女买回一套名牌化妆
品，被他当作重要任务，隔代亲氤氲纸
间；他关心学生的事业走向和日常生活，
毫无保留帮助改论文，自掏腰包添补生
活费，热心引荐提供好平台，培养出的学
生如王兆胜、张清华、张光芒等，如今都
成为学术名家；让我落泪的还是他对老
伴的情深笃意，每次从外面领奖回来他
总是说，“老大姐，我这个军功章至少有
你的一半！”有一次老伴住院了，出院回
到家他欣喜说道，“老大姐，你可回来了，
这个家离不开你呀！”当他临终前最后一
次去住院时，还笑着对她说道，“老张，我
就是去住几天，马上回来！”进入晚年后，
他依然笔耕不辍。70岁时他写道，“我要
读那些我最想读的书，我要作那些我最
想作的文，还要尽力把我三十余载在学
术园地耕耘残留下的难以忘记的‘雪泥
鸿爪’拾掇起来，以体验人生的真正乐
趣，感受生命的真正充实。”

我想起席慕蓉写给齐邦媛的诗，其
实，“明镜既成/您就无需再做任何的回
答/这一泓澄明如水的鉴照/正是沉默的
宣示/历经岁月的反复挫伤之后/生命的
本质，如果依然无损 /就应该是，近乎

诗。”近乎诗，是一种至高精神境界———
尽管朱先生童年饱受苦难，家庭连遭不
幸，青年又经历变动，有太多难以想象
的困难和隐忍，但他活得坦荡，活得清
白，活得漂亮。

纪念一位学者最好的方式就是读
他的作品，传承他的精神，即在阅读
和思考中体悟一个人怎样面对困难，
捍卫尊严，又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如
果说朱先生的一生是创造学术奇迹的
一生，那么“德发写德发”也将成为
一段文坛佳话。美好德行相互鉴照，
缓缓生发无尽悠思，使我们这一代人
从中看到真学者的风骨和气节，从中
撷取到创造的力量和生命的暖意。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对于教育
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名贯古今的大人
物自不必说，而小人物造成大影响的典
型代表，是宋代的汪洙。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
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首“四喜
诗”，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老幼皆
知。有些人也许会认为，“四喜诗”不
能算是诗，只是流传于民间的谚语而
已。其实，“四喜诗”确实是正儿八经
的诗人诗作。此诗的作者，就是汪洙。

汪洙，乃明州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市)
人氏，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进士。汪洙自
幼聪颖好学，七八岁时便能吟诗作文，并
且对于教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回，汪洙来到学宫(地方官学)玩
耍。破败不堪的学宫，让汪洙大发感
慨，便在墙壁上题诗一首：“门徒夜夜
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多少公卿从
此出，谁人肯把俸钱修。”几天后，到
学宫视察的知府，看到了这首诗。当他
知道这是一个小孩子所写时，大约是愧
疚的神经被触动，就让手下把这孩子找
来见上一见。

见知府时，汪洙穿了一身旧的短衫
短裤。知府见状，不免有些不悦，就问
汪洙道：“你不是好学明理的有名神童
吗？来见本官怎么穿得这么不讲究？”
汪洙不慌不忙地口吟一诗作答：“神童
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
来谒相公。”知府听罢，彻底服气：
“这孩子真是神童啊，将来必有大出
息！”这么一来，学宫破旧失修的问
题，自然就解决了。

进士及第后，汪洙被任命为明州府
学教授，这就是个官办学校负责教学工
作的小官。在不起眼的教学管理岗位
上，汪洙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干得有
声有色。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工作实
践，创作了很多带有少儿启蒙性质的劝
学诗、励志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神童
诗》的开篇，前两句宣传了大宋重视教
育的基本国策，号召大家认真读书、好
好学习。后两句则有歧视其他行业之
嫌，有段时间曾饱受批判指责。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
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你想出人头
地、功成名就么？那还等什么，赶紧发
奋图强、刻苦学习去呀。成功的要诀，
在于个人努力而非出身，从而勾画出了
一幅草根逆袭的诱人前景。

由于汪洙的劝学诗、启蒙诗影响太
大，很多教育工作者便拿来做了少儿启
蒙教材。一些有心的教育工作者，将汪
洙创作的三十多首劝学诗、启蒙诗，精
心编辑成《神童诗》，用来教育引导少
年儿童专心向学。《神童诗》一经问
世，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且一
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其影响力之大，比
宋真宗的《劝学诗》有过之无不及，被
誉为与《三字经》 齐名的“古今奇
书”，成了古代学校启蒙教育的通用教
材。

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神童
诗》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甚至是糟粕的内
容，这很正常，是由作者所处时代的认
知局限所致。虽然如此，《神童诗》能
够产生那么长久的历史影响，起到那么
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汪洙还是值得后
人对其致以足够的敬意。

“雨去哪儿了？”不止我一
个人发出这样的天问。

那天，我照样在田野的小路
上走着，散步，胡思乱想。太阳正
从东方的楼宇的缝隙里使劲挤上
来，一脸羞惭地看着我。

“你看，这天不下雨了哩。”当
我意识到他是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的脸上云锁雾绕，恰好跟这天
气相反。“种上麦子就不下雨了
咧，你说这麦子该怎么办哪？”

天不下雨，我能怎么办？何
况，这脚下也不是白地，得水浇便
利，麦子已绿油油的，没缺鼻子没
少眼。但是，这绿离盖上地皮究竟
还远着呢。

“天不下雨，麦子就不盘墩，
就相当于人没有棉裤棉袄防护，
怕是有好些不好过冬呢！”他一脸
严峻地看着我，表达了无比严峻
的担忧。他的话起到了加深的作
用，我蓦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了。

的确是有日子没下雨了。半
个月，一个月，一个半月；寒露，霜
降，立冬。也许中间落过几滴雨，
但是连脚下的尘土也没有洒下，
好像老天有意作弄人，盼什么什
么偏不来。也有几次，乌云盖顶，
也是大雨欲来的样子。我看到农
人脸上像春花一样“开”了，可是
这笑来得快，收得也快。天公不作
美，又是猫咬尿泡——— 空欢喜一
场。

中秋节是下了一场雨的，那
是在麦种下地以前。他对我说，他
的地才耙过，让雨灌了垡子。我不
明所以，还向他请教。但用一个

“灌”字，这雨应该足够大才是。他
什么时候也学会用夸张说美好
了？那天晚上，我被雨淋在了散步
的路上，我直为自己粗心没带雨
伞懊恼。我被鞭子似的雨抽打着
赶回了家。

“麦怕胎里旱，人怕老来贫。”
“麦子最喜钻针雨。”我在农村生
人，我在农村长大，很得这些俗语
谚语的滋润。当麦芽冲破土壤的
阻隔，在暄乎乎的土地上写下一
行行赞美诗的时候，我愿意做第
一个读者。可是，雨却远得看不见
边。如果不是开开机井漫灌一遍，
这麦子还不定怎么着呢！

他侍弄土地，像女人呵护自
己的孩子。但这回，他显然是失算
了：靠路边的半边畦，因为地面有
坡，浇水不及。他说天不绝人，还
不下一场雨哟？他等着一场雨。麦
苗没有晒焦，他的嘴唇先焦了。

他叫国弟，是我搬来小区住
以后认识的，一个能“跟我说上
话”的朋友。因为都是庄户孩子，
彼此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庄稼丰
收了，他会对我夸说；粮食价格偏

低，他也会对我叨叨；有了心结，
他也会放心地让我帮着解扣。可
是，有些扣子是死结，却不是我有
能力打开的。那天说起上地的事，
我问他施没施农家肥，却勾起了
他的一桩心事。“我这片地有小十
亩，我给玉米上了保险。去年刮台
风，倒了一大片，玉米跑不了减
产。保险公司来踩了现场，我就盼
结果。结果来了，农资公司给送来
了十几袋有机肥。他把那些有机
肥翻进了地里，也不知管没管用。

国弟种庄稼很仔细。玉米套
种下地，出齐苗至少要一个星期
时间，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就蹲在
地里，低着头仔细看，好像眼光要
把小苗拔出来。从出了玉米苗，到
小喇叭口，大喇叭口，一直到“长
大成人”，我在这片坡野散步，十
回有九回碰上他——— 我们简直是
不约而同了。麦子播种不几天，我
就看到他趴在地里扒土窝，惦记
着发芽没有。

天到底没下雨，至少没有下
一场像雨的雨，落几个雨点那算
什么，像捉弄父母的孩娃装装样
子！砂锅子和面当不了盆，连尘土
也浇不住的雨，在农人眼里是不
作数的。这雨在气象学上倒有个
说道，叫什么“无效降雨”。

麦子的确是渴了。麦田远远
看去，还有绿意，蛮像那么回事
儿，但顶不住近看，不得雨水滋润
的麦苗，一棵棵，看上去孤零零
的，像落了单。庄稼对雨是很敏感
的，其实人也蛮像一棵庄稼，只是
人这棵庄稼没有玉米小麦那样短
命。人少了雨的滋润，日久天长，
也会唇干舌焦，活得蔫蔫的。我眼
下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大雾不过
三，过三十八天”，雾收雾散似乎
是晴雨的定时针，可是自从霾这
个不速之客冲击了我们生活的平
静，人们对雾也保持了距离。秋冬
交界时候，下不下霜，似乎也是人
们预测晴雨的一个标志。霜一场
接着一场叩门，霜落在草上是霜，
落在麦叶上是水珠，或也是一种
滋润。霜披在坡野里的枯草上，又
被太阳收走。天总睁大着眼。每
天，太阳照旧从东方升起。

雨很远，远得我们看不见，摸
不着。在现实里得不到的东西，
有时会在睡梦里得到补偿。雨，
有几次走进了我的梦里，雨水又
像小时候一样能喝了，我仰脸对
着天，张着大嘴接受天雨的甜
润。这梦在我的欢声笑语里醒
了，醒的不是时候。雨，你去哪
儿了？不止我一个人期望与你的
欢会。

来吧，雨啊，你不来，雪恐
怕要快来打头了罢。

天冷了，阳光变得格外亲切
和美好。

早晨，看它慢慢将金色颗粒
撒向云彩的边缘，山的脊线，树的
叶梢，然后，云、山、树，抖抖瑟瑟
地苏醒过来，颤颤巍巍地挺胸抬
头。

仿佛看见那个自命为罗敷的
秦氏好女，迎着初升的太阳说，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虽然
生活中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苦痛
烦恼，但这一刹那，生命有了一抹
华丽，有如水面气泡飞升般轻松。

《陌上桑》之所以流传上千
年，大概就是因为当中有这样一
个生命，在某一时刻让我们觉得
亲近，好像身边的朋友。

刚看到一个童话故事，说在
寒冷的冬天，有一个面貌丑陋的
扫烟囱的老太太，一直都在扫烟
囱，可是某一天，她忽然可以骑着
扫把飞起来。实际上她并没有飞
起来，但所有的孩子，甚至大人，
都相信这个故事。

这就是童话的伟大，让几百
年来活在寒冷之地的人，忽然觉
得生活不那么单调。这也是文学
的神奇，当它照进我们的生活时，
改变着什么。

我们终于发现，城市不是没
有季节，本来从东南方吹来的风，
现在已经转到北方了，明亮的天
空在渐渐地加深蓝色的调子，云
更高，移动时带着风的形状。原
来，一直盯着手机屏幕的眼睛也
是看云，看山，看水的眼睛啊。

只是，这双敲键盘的手，已经
有多久没有写过情书与诗歌，这
双奔波的脚，已经有多久没在海
边与原野散步？

清朝诗人张灿有一首短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
它，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
醋茶。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画

琴棋诗酒花，变成柴米油盐酱醋
茶了，是经过了一番极大的动荡，
还是每一天在不知不觉地庸俗。
那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光彩的我，
究竟去了哪里？

当文学照进心灵，阴云中突
然阳光显露，久违的鸟鸣声又回
到山林，一刹那心扉洞开，有些看
来平淡无奇的东西，例如一棵冬
日的樱花树，“脱下了春天的衣
服，卸去了美丽的头饰，如此丑
陋”；例如“霜披在坡野里的枯草
上，又被太阳收走。天总睁大着
眼”；例如读到了一首诗，“明镜既
成/您就无需再做任何的回答/这
一泓澄明如水的鉴照/正是沉默
的宣示”，重又充满清朗圆满的启
示。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我们受空间的限制，受时间的限
制，受生命本身的限制，受一切现
实性的限制，但是文学恰恰扩展
了人的可能性，补充了，延伸了生
命所具有的意义。

这时候，做一个写作者或阅
读者都值得庆幸，沿街散步，看到
美丽的街景，停留几秒；看到动人
的情景，驻足一会儿，直到一片树
叶落下。从容感知四季，与落叶飞
花同呼吸，保有在自然中谦卑的
心情，即使住在热闹的城市，也会
步履雍容，情趣盎然。

聚与散，幸福与悲哀，失望与
希望，假如我们愿意品尝，样样都
有滋味，样样都是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

从白露到秋分，到寒露到霜
降，日子很快地来，也很快地去，
从从容容每一天，从容是老天给
的最好礼物之一。

汪洙劝学
□ 王离京

读史札记

流年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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